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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循環再用昂坪污水處理廠經處理後的廢水作沖廁所用途。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本工程項目包括將昂坪污水處理廠所排放的廢水循環再用作沖廁。經過三級處

理的廢水將會透過加氯作進一步處理，再輸送至廁所進行循環再用，包括公廁

1、公廁 2 和未來在昂坪新公共運輸交匯處內修建的公廁 3。另外，政府正在與

昂坪纜車項目的發展商討論在纜車系統相關建築中利用經過處理的廢水作沖廁

用途。圖 23400/R/001 所示為整體佈局設計圖。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處理設施將

位於昂坪污水處理廠的地盤範圍內，其處理程序見圖 23400/R/002。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 

渠務署。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和規模 

廢水循環再用系統將會設置兩座建築物，分別為加氯室和廢水泵房，另外還有

其它的地下設施，包括氯氣接觸池和廢水儲存池等。系統還包括一個備用淡水

供水池以備在廢水供應量不足的情況下仍可有足夠的淡水沖廁。估計廢水循環

再用設施的場地面積大約為 870 平方米（包括 350 平方米的緊急儲水池，亦用

作正常運作期循環再用廢水的儲存池）。場地內的建築物高度約為 4 米。所有

處理設施將安置在建築物內或地下以減少視覺影響。廢水循環再用設施的佈局

設計參見圖 23400/R/003，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流程示意圖參見圖 23400/R/002。 

圖 23400/R/001 顯示了連接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和昂坪公廁的水管路線，包括公廁

1、2 和 3，以及未來纜車設施內的廁所。水管的直徑為 150 毫米至 200 毫米。水

管總長約為 600 米。 

1.5 指定項目的數量和類型 

循環再用昂坪污水處理廠經過處理的廢水進行沖廁被確定為屬於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表二第一部分第 F4 項的指定項目。 

1.6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麥嘉為先生，渠務署顧問管理部高級工程師（電話︰2594 7255） 

2. 規劃大綱及計劃執行 

有關項目“協議書編號 CE29/2001 離島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第一階段第一期昂坪
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調查、設計及建造”的顧問公司將會進行廢水循環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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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設計。他們亦將會監督由合資格的承建商所進行的施工工程。渠務署及

水務署將負責運作和維修有關的廢水循環再用系統。  

本工程項目將根據昂坪污水處理廠的暫定進度計劃進行實施。項目的招標和施

工將分別於 2003 年 3 月和 2003 年 8 月開始，建造工程將於 2005 年 7 月完成。 

3.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施工期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1 塵埃 

擬建廢水循環再用系統將與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項目一起建造。本

項目施工期潛在的主要空氣質素影響來自一般施工活動的塵埃，包括工地平

整、鑽孔和碎石、地基和上層結構的施工、拆建廢物的處理和運輸及露天場地

和儲料區的風蝕等。  

3.1.2 噪音 

本項目的施工活動包括挖掘和一般的混凝土工程等。施工期的噪音源將與使用

電動機械設備有關。 

3.1.3 水質 

擬建廢水循環再用系統將與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項目一起建造。本

項目的水質影響與地面逕流和施工活動產生的污水有關。由於本項目的範圍較

小，所以預計在施工期沒有負面的水質影響。 

在水塘集水區內進行的施工活動將會遵守水務署的要求。 

3.1.4 廢物管理 

擬建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施工需要進行挖掘。廢水循環再用系統施工期的挖掘

物總量約為 1,300 立方米（不包括緊急儲水池的挖掘物，這部份的挖掘物在昂坪

污水處理廠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已作考慮）。同時還會在模板和臨時工程中產

生施工廢物。 

3.1.5 生態 

2002 年 11 月通過的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登記冊編號 AEIAR-065/2002）進行的生態實地調查和生態影響評估已經

包括了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和相關分配系統的場地。所有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將位

於昂坪污水處理廠的場地範圍内，而有關的分配水管則沿著現有道路敷設。在

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和相關分配網絡的場地中沒有具有生態價值的棲息地。因

此，預計建議廢水循環再用計劃將不會產生負面的生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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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景觀及視覺 

所有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將位於昂坪污水處理廠的場地範圍內，而有關的分配水

管則沿著現有道路下敷設。由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規模較小，任何負面的影

響會是很小、局部並短暫的。 

3.2 運作期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2.1 自然資源 

這一地區現有和未來的廁所，包括纜車發展設施內的廁所，均使用食水進行沖

廁。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實施能夠減少現有和未來廁所對淡水的需求。預計建

議的廢水循環再用計劃每天能節省大約 600 到 900 立方米的淡水。 

3.2.2 空氣質素 

如果運作不在封閉的狀況下進行，那麼加氯工序將會有潛在的氣味影響。除加

氯工序的潛在氣味影響以外，預計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處理程序不會有其他的

氣體排放。 

3.2.3 噪聲 

在項目運作期，廢水循環再用設施的水泵和通風系統將成為主要的潛在噪音

源。 

3.2.4 水質 

廢水循環再用設施的進水 

廢水循環再用計劃將使用昂坪污水處理廠排放的廢水。因此，廢水循環再用設

施的進水水質與昂坪污水處理廠排放的廢水出水水質相同，參見表 3.1。 

表 3.1 昂坪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標準 

水質參數 單位 污水水質 

色度 黑曾色度單位 <=20  

氨氮 毫克/升 <=1 

氣味 臭味數量限值 <=100 

溶解氧 毫克/升 >=2 

五日生化需氧量 毫克/升 <=10 

總懸浮固體（附錄

1） 

毫克/升 <=10 

混濁度 NTU <=10 

大腸杆菌 粒/100 毫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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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參數 單位 污水水質 

餘氯 毫克/升 0 

合成清潔劑 毫克/升 <=5 

附錄 1︰ 

在昂坪污水廠環評報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登記冊編號 AEIAR-065/2002）所列出的總懸浮固體

排放標準原本為每公升 15 毫克。檢討污水的特質以及所選擇的三級處理程序的結果顯示，在五

日生化需氣量可達到每公升 10 毫克的標準的情況下，總懸浮固體的濃度亦可達到每公升 10 毫

克的水平。所以，這個比較嚴格的標準將會被採用。 

廢水循環再用設施的出水  

由於昂坪污水廠排出的廢水將會加氯作進一步的處理，所以用於沖廁的循環水

將含有每公升不少於 0.5 毫克的總餘氯，就大腸杆菌指標而言，用於沖廁的循環

水的水質比昂坪污水廠所排放的廢水的水質更好。 

昂坪廢水排入海洋的影響 

由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該地區內現有和未來廁所對淡水的需求量將會減少。

因此，隨著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實施，昂坪污水處理廠需要排入海洋的廢水排

放量將會減少。 

在沒有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情況下，昂坪污水處理廠所有經處理後的廢水將排

放至東灣海域。在實施了用以沖廁的廢水循環再用計劃後，預計昂坪污水廠的

排放量每天將減少 600 到 900 立方米，亦即是昂坪污水處理廠產生的廢水量的

30% 到 40%，因此減少了環境的污染負荷。 

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實施將不會影響昂坪污水處理廠排入東灣水域的廢水水

質，即滿足表 3.1 所示的排放標準。根據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 — 從
昂坪污水處理廠到東灣的廢水輸送管道（Ngong Ping Sewage Treatment Works and 
Sewerage - Effluent Export Pipeline from Ngong Ping Sewage Treatment Plant to Tung 
Wan）工程項目簡介環境評估的結論，昂坪污水處理廠的排放將不會對東灣及

鄰近水域的水質和具有生態價值的地區造成負面影響。 

3.2.5 廢物 

預計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運作不會導致昂坪污水處理廠產生額外的廢物。 

3.2.6 生態 

預計本項目的運作將不會造成任何生態影響。 

3.2.7 健康和衛生 

沖廁是一種典型的非飲用水用途，廁所水不會和其他生物直接接觸。因此，對

人體健康和衛生的影響很小。此外，昂坪處理廠排放的廢水用於沖廁前將進行

進一步的加氯處理，以保證在紫外光消毒之後細菌不會重新生長及在廢水輸送

至廁所過程中不會產生細菌污染。在廢水循環再用系統中，加氯系統以次氯酸

鈉的形式進行，接觸時間約為 30 分鐘。利用建議中的消毒系統，總餘氯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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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環保署推薦的每公升最小有 0.5 毫克的要求，達到減少廢水循環再用分配系

統中的氣味、殘渣和細菌生長的目的。雖然如此，萬一食水管和廢水排放管發

生了錯誤的連接，那麼將存在潛在的健康和衛生問題。 

3.2.8 危險 

需要在現場儲存的唯一化學物質是加氯程序所需的少量次氯酸鈉。為了獲得每

公升有 0.5 毫克的總餘氯，預計將使用濃度為 11%-15%的次氯酸鈉溶液。視乎廢

水水質而定，次氯酸納的劑量約在每公升 1 毫克至每公升 5 毫克之間。 

次氯酸納溶液是一種有毒物質，屬於第 4 類危險物質。將以液體的形式把次氯

酸納運送至昂坪污水處理廠，儲存在用玻璃纖維或橡膠作內襯的鋼制儲存槽

中。將遵守消防處的儲存要求。然而，在建議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加氯程序中

使用次氯酸鈉不會成為具有潛在危險的設施，預計廢水循環再用計劃沒有危險

影響。 

3.2.9 景觀及視覺 

廢水循環再用系統露出地面的建築物可能引起視覺影響。 

4. 周圍環境的主要元素 

廢 水 循 環 再 用 設 施 將 位 於 昂 坪 公 路 以 西 的 昂 坪 污 水 處 理 廠 邊 界 內 （ 圖

23400/R/001）。分配網絡將沿著昂坪公路敷設。項目臨近的空氣和噪音敏感受

體包括昂坪公路巴士總站附近的村屋、天壇大佛和蓮池寺等。相關的敏感受體

的位置參見圖 23400/R/004。 

5. 擬採納的環保措施 

5.1 施工期的環保措施 

2002 年 11 月批准的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

評估條例登記冊編號 AEIAR-065/2002）建議在昂坪污水處理廠施工及昂坪污水

收集系統和廢水輸送管道的敷設時，實施適當的環境紓緩措施。廢水循環再用

計劃將與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一起建造。廢水循環再用計劃將適當

地採納該環境影響評估中建議的紓緩措施。有關塵埃、噪音、水質、廢物和園

藝及視覺的紓緩措施討論如下。 

5.1.1 塵埃 

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對昂坪污水處理廠和有關管道

工程在施工期的累積塵埃影響進行了評估。該環境影響評估第 3.6 節建議在工程

項目的施工期實施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建造塵埃）中規定的塵埃管制和抑制措

施。有關這些措施的相關條款將納入擬建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施工合約中。由

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規模較小，所以預計不會造成負面的塵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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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噪音 

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對昂坪污水處理廠和有關管道

工程在施工期的累積噪音影響進行了評估。該環境影響評估第 4.5 節推薦了施工

期的紓緩措施。透過使用靜音機器及臨時性的隔聲屏障等，可以降低施工噪音

影響。為了在施工期將噪音水平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有關條款將納入施工

合約中，要求承建商遵守噪音管制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由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

的規模較小，所以預計施工期不會造成負面的噪音影響。 

5.1.3 水質 

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對昂坪污水處理廠和有關管道

工程在施工期的水質影響進行了評估。該環境影響評估第 5.4 節建議採用“專業
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手則 1/94 施工場地排水 ”中的措施，以便將地面

逕流和潛在的水質污染降至最小。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期，將採用良好的工地

安排和管理措施，以進一步減小水質影響。有關條款將納入施工合約中，要求

承建商遵守水質管制條例及其附屬規例，並執行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

統環境影響評估中推薦的有關紓緩措施。由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規模較小，

所以預計施工期不會造成負面的水質影響。 

5.1.4 廢物管理 

廢水循環再用計劃額外產生的挖掘物有 1,300 立方米。在現場可以循環再用大約

213 立方米的挖掘廢土，剩餘的 1,088 立方米將被運送至位於梅窩的公共堆填儲

存區，以便在適合的公共堆填區或者在土地平整工程項目中循環再用。廢水循

環再用計劃將採納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環境影響評估第 6.5 節中提出

的紓緩措施。透過適當地實施這些紓緩措施，預計不會造成不利的廢物影響。

有關條款將納入施工合約中，要求承建商遵守廢物管制條例及其附屬規例，以

及在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環境影響評估中推薦的有關紓緩措施。 

5.1.5 景觀及視覺 

由於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規模較小，預計建議廢水循環再用計劃將不會產生負

面的景觀及視覺影響。 

5.2 運作期的環保措施 

建議的廢水循環再用設施將被密封在建築物或者放置在地下，以便將潛在的噪

音和氣味影響降至最小。而加氯程序可以確保在其分配系統的沿線沒有細菌生

長，從而將潛在的健康和衛生影響降至最小。擬建計劃帶來的實際好處是減少

了廢水排放，減少了環境的污染負荷及減少了廁所對淡水的需求。 

5.2.1 空氣質素 

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加氯程序將被放置在密閉的建築物或者放置到地下，以抑

制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潛在氣味的排放。預計在工程項目的運作期，不會對

周圍的敏感受體造成任何的氣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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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噪音 

為了抑制廢水循環再用系統造成的噪音，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水泵將被放置在

密閉的建築物或者放置到地面下。在廢水循環再用系統的進氣口和排氣口均安

裝消音器，以進一步減小噪音影響。透過實施適當的紓緩措施，預計在本工程

項目的運作期不會造成噪音影響。 

5.2.3 健康和衛生 

昂坪污水處理廠的廢水會進行進一步的加氯處理，以確保在紫外線消毒後不會

有細菌重新生長，同時確保在廢水輸送至廁所的過程不會產生細菌污染。將在

昂坪污水處理廠安裝使用次氯酸鈉的加氯系統，接觸時間約為 30 分鐘。使用建

議中的消毒設施後，總餘氯將會達到美國環保署建議的每公升最小有 0.5 毫克的

要求，該濃度能夠達到減少氣味、殘渣及在廢水循環再用分配系統中細菌生長

的目的。為了避免由食水管和廢水排放管發生錯誤聯接而引起的潛在健康和衛

生問題，廢水排放管將使用色碼（例如黃色管道），並且其管道直徑亦將與食

水管不同，這樣，廢水排放管和食水管將不可能聯接在一起。有關的規定將會

納入施工合約及運作與維修手冊當中，以作測試及確保不會有錯誤聯接水管的

發生。 

5.2.4 景觀及視覺 

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估對昂坪污水處理廠和有關管道

工程在運作期的景觀及視覺影響進行了評估。該環境影響評估第 7.12 節推薦了

運作期的紓緩措施。廢水循環再用系統將採用昂坪污水處理廠相同景觀及視覺

措施，以便整座建築物設計調和效果統一。 

6. 使用先前通過的環評報告 

在已經獲得通過的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的環評報告（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登記冊編號 AEIAR-065/2002），及昂坪污水處理廠及污水收集系統 — 從昂
坪污水處理廠到東灣的廢水輸送管道（Ngong Ping Sewage Treatment Works and 
Sewerage - Effluent Export Pipeline from Ngong Ping Sewage Treatment Plant to Tung 
Wan）工程項目簡介的環境評估中，已經評估了本工程項目產生的絕大多數潛

在環境影響，包括空氣質素影響、噪音影響、水質影響、廢物管理影響、文化

古跡影響、生態影響、景觀和視覺影響、環境監察及審核等。 

7. 潛在環境影響和紓緩措施概述 

在廢水循環再用計劃所造成的潛在環境影響和將會納入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約

中的紓緩措施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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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

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 

在本項目簡

介中的有關

章節 

輕微的塵埃滋擾 
透過合約中的有關規定進行管

制。 
3.1.1 & 5.1.1 

輕微的噪音影響 
透過合約中的有關規定進行管

制。 
3.1.2 & 5.1.2 

輕微的水質影響 
透過合約中的有關規定進行管

制。 
3.1.3 & 5.1.3 

輕微的廢物影響 
透過合約中的有關規定進行管

制。 
3.1.4 & 5.1.4 

生態影響 
沒有不利影響，不需要紓緩措

施。 
3.1.5 

施工 

景觀及視覺 
沒有不利影響，不需要紓緩措

施。 
3.1.6 & 5.1.5 

對自然資源的影響 有益影響，不需要紓緩措施。 3.2.1 

來自加氯的氣味影

響 

密封氣味源。 

 
3.2.2 & 5.2.1 

輕微的噪音影響 
在地下或建築物内放置水泵，

使用靜音的通風系統。 
3.2.3 & 5.2.2 

對海洋水質的影響 有益影響，不需要紓緩措施。 3.2.4 

生態影響 
沒有不利影響，不需要紓緩措

施。 
3.2.5 

廢物影響 
沒有不利影響，不需要紓緩措

施。 
3.2.6 

對健康和衛生的影

響 

提供加氯程序，確保廢水循環

再用分配系統沒有細菌重新生

長。廢水排放管將使用色碼和

不同的管道直徑以避免錯誤與

食水設施聯接。 

3.2.7 & 5.2.3 

危險影響 
沒有不利影響，不需要紓緩措

施。 
3.2.8 

運作 

景觀及視覺 

廢水循環再用系統將採用昂坪

污水處理廠相同景觀及視覺措

施，以便整座建築物設計調和

效果統一。 

 

3.2.9 &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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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廢水循環再用計劃的設計和施工合約將包括以上的紓緩措施，透過實施這

些建議的環境紓緩措施，在工程項目的施工期和運作期均不會造成不可克服的

環境影響。 

總括而言，廢水循環再用的優點是減少了廢水排放，進而減少了環境的污染負

荷，並減少了對原水資源的需求。原水是一種珍貴的天然資源，值得我們盡量

加以珍惜。 












